
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 

【3月 30日至 4月 3日】「停課不停學」學習內容 

中四級 

學科 學習內容 

中國語文 

4CL1、4D 

1) 觀看短片後，完成筆記，3月 27日拍照交 

 短片： 《論孝》陳譜堯老師 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/folders/1pmHQCCZpCYz0Vu_pQ7uxCZ08eIv_6CXC?usp=sharing   

 一、認識論語  二、文言字詞對譯  三、文言句子對譯    四、內容探究 

2) 觀看短片後，完成筆記，4月 3日拍照交 

短片：《論君子》黃婉柔老師   一、字詞解釋   二、內容探究 

 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open?id=108C2rZjgQfhvYPSq8n8DkUkvjKr_A_XO  

3) 觀看短片後，完成《論仁論孝論君子》工作紙，4月 3日拍照交 

 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0LvGl9ATlZdEx2EkNv2X9uyzvt9Ek6un/view?usp=sharing  

4CL2 

以《我在 xx之中找到快樂》為題，寫作一篇不少於 650字的文章，4月 3日交 

 閱讀材料： 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open?id=1jDxYn52yH_oLMPYay16hq9_K7ESlryZD 

補充教材 

 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open?id=1WDOxCS1cfAfaP83RaU9_u7-VfW8ZX-Sn 

4CL3 

觀看《月下獨酌》短片後完成筆記及工作紙，4月 3日交 

 工作紙：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open?id=1P-OCr52EYG2gdOaqERwYmkGOhpW_U9oB 

 短片：《月下獨酌》 [黄綺琪老師] 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open?id=1-7vB8eYd0j3sufBpEDAwSaJrJBYNu5L7 

4C 

觀看《論孝》短片後，論孝部分的工作紙，4月 3日交 

 短片： 《論孝》陳譜堯老師 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/folders/1pmHQCCZpCYz0Vu_pQ7uxCZ08eIv_6CXC?usp=sharing  

 工作紙： 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0LvGl9ATlZdEx2EkNv2X9uyzvt9Ek6un/view?usp=sharing 

英國語文 

1) Rock music worksheet (reading exercise) 

2) Online self-learning videos on ‘Rock music’  

3) Jot notes on English notebook and check answers 

4) Animated movies worksheet (reading exercise) 

5) Online self-learning videos on ‘Animated Movies’  

6) Jot notes on English notebook and check answers 

 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/folders/1pmHQCCZpCYz0Vu_pQ7uxCZ08eIv_6CXC?usp=sharing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open?id=108C2rZjgQfhvYPSq8n8DkUkvjKr_A_XO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0LvGl9ATlZdEx2EkNv2X9uyzvt9Ek6un/view?usp=sharing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open?id=1jDxYn52yH_oLMPYay16hq9_K7ESlryZD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open?id=1WDOxCS1cfAfaP83RaU9_u7-VfW8ZX-Sn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open?id=1P-OCr52EYG2gdOaqERwYmkGOhpW_U9oB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open?id=1-7vB8eYd0j3sufBpEDAwSaJrJBYNu5L7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/folders/1pmHQCCZpCYz0Vu_pQ7uxCZ08eIv_6CXC?usp=sharing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0LvGl9ATlZdEx2EkNv2X9uyzvt9Ek6un/view?usp=sharing


數學 

1) 學習日期﹕3月 30日至 4月 3 日 

2) 學習中四數學第 6章續多項式 綜合補充題 

3) 重溫所有中四數學第 6章續多項式的學習影片，學校網頁及內聯網電郵有相關連結。 

4) 功課﹕課本 第 6.37頁 補充練習 6 ( # 6,8,10,12,14,16,18) 

通識教育 
1) 試題操練 1 

2) 完成今日香港第三章全部練習題 

物理 
1) 家課：Force and Motion Textbook P.213 (Question 1 to 5) 

2) 瀏覽短片：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zZfnUNw5B1vKgPEbZ7nrnIGARNvZYsXi/view 

化學 

1) 補充練習 (下學期星期六的紅色練習) P.50-59 

2) 課後練習(Ex.15 Q.6-27,32,34) 

3) 短片: Structural question (Titration) 

生物 

時間 : 27/3 – 2/4 

1) 教學內容: 第 8課 人體內的物質轉運  組織液的形成及淋巴系統的教學短片       

2) 教學重點 :  

 描述物質交換的過程 

 牢記組織液及淋巴形成的過程 

 比較組織液、淋巴及血漿成份 

 指出淋巴管與血管的關係、淋巴如何流動及淋巴的重要性 

3) 家課 : 完成筆記 P13-19 (經 gmail 交功課)及選擇題(經 google form 交功課) 

資訊及通

訊科技 

1) 瀏覽第七章試算表檔案及影片 

2) 完成工作紙 SS01, SS02, SS03 

企會財

(商業) 

市場營銷管理 

第 1課（1.1節 – 1.3節）：市場營銷的角色 

1) 瀏覽教學影片（第 1課：1.1節 – 1.3節）(whatsapp 群組發放) 

2) (必須完成) 完成 Google Form 練習 （第 1課） 

3) (選擇完成) 自學：進階工作紙 （第 1課） 

企會財

(會計) 

財務會計(一) 

CH 3 應計與預付項目 

按應計會計基礎編製的財務報表 

1) 瀏覽教學影片 

2) 完成課本 練習 3.12, 3.18, 3.19 

基督教 

教育 

「談婚論嫁」 

1) 觀看視像教學短片 (學校網頁及內聯網電郵有相關連結) 

2) 完成家課：Google form問答及反思 (內聯網電郵有相關 Google form連結) 

中國歷史 

1) 教學短片(第二輯)3及 

2) 工作紙 2  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open?id=1s-j6jj8r982wppvbUYBzggn8h_wjYsSi 

 

 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zZfnUNw5B1vKgPEbZ7nrnIGARNvZYsXi/view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open?id=1s-j6jj8r982wppvbUYBzggn8h_wjYsSi


歷史 

課題二：軍國主義的興起及其影響 

1) 瀏覽影片及完成題目：日皇裕仁神話背後 

2) zoom線上上課及摘錄筆記（30/3） 

討論日本裕仁天皇發動戰爭的責任 

3) 瀏覽教學短片：日本投降 

地理 

1) 完成 8.3動態的地球_預習筆記 

2) 瀏覽教學短片_8.3動態的地球 

3) 完成 8.3動態的地球_工作紙 P. 22 -26 

4) 完成 8.4a動態的地球_預習筆記 

5) 瀏覽教學短片_8.4a動態的地球 

6) 完成 8.4a動態的地球_工作紙 P.27 - 33 

經濟 

1) 教學內容： 

 邊際利益與邊際利益曲線 

 消費者盈餘和從邊利益表計算消費者盈餘 

 價格改變對消費者盈餘的影響 

2) 學習資料： 瀏覽短片 

3) 提交課業： 完成堂課 1-12題 

視憑 

1) 瀏覽短片-「中國藝術-第四課」 

2) 家課-google表格（中國藝術-第四課）  

3) 家課-視藝日誌-水的視覺表現 

體憑 瀏覽體適能及營養教學短片，並完成工作紙 

 

 

 


